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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夸推销竟宣称“神药”“中华老字号”

减肥市场营销乱象折射监管缺失
“4 月不减肥，5 月徒伤悲。 ”年

年此时，爱美人群便开启了减肥大
业， 各种花式减肥方式层出不穷。
然而，在减肥产品花式营销的背后

却存在一些乱象。
专家建议，消费者一定要避开

减肥陷阱， 别让营销噱头迷住双
眼。

＞＞＞

减肥“神药”违规推销
最近，一些奥利司他类药品竟

被人当作“减肥神药”在网络上大
肆推销。 有的宣称“一盒治肥胖”

“安全无副作用”，更有的冒充“中
华老字号”。 然而，在黑猫投诉上，
与奥利司他相关的投诉有 100 多
条，其中投诉“无作用或反弹”的占
50 多条，还有投诉“拉肚子、头疼、
影响月经”等引起副作用的。

业内人士表示，奥利司他所减
的是脂肪“增量”而非“存量”，最多
起到“不继续胖下去”的作用。 同
时，该药的说明书还注明，容易出
现脂肪便、大便失禁、腹痛、牙齿不
适等症状。 据悉，该药上市后还有
过罕见的急性肝细胞坏死或急性
肝衰竭的报道。 应该说，这种药的
使用者是少之又少才符合常理。 然
而， 该药近期却成为炙手可热的

“网红”。
专家认为，出现此现象，网络

平台浮夸推销是主因。 一些主播在
推销时，将其称为“减肥神药”，就

连“中华老字号”也被搬出。 据了
解，“中华老字号” 认证必须遵守
《“中华老字号”标识使用规定》。 并
且，所谓老字号，必然是经历了长
时间的市场检验。 专家提醒，这种
近期才被“吹捧”的西药，与“中华
老字号”八竿子打不着。 但胡吹乱
侃之下，不乏信以为真者。

无独有偶， 据央视财经报道，
两款名为“强金”和“诺卡”的减肥
产品也受到很多消费者的青睐。 卖
家声称，“诺卡”没有副作用，一个
疗程 10 颗，可瘦 8 斤到 20 斤不反
弹。 但消费者刘女士表示，她前后
购买了 2000 多元的“诺卡”减肥产
品，并按照商家的指导服用，虽然
吃了没几天体重确实减轻了，但却
出现了恶心、失眠等情况。

这两款网红减肥产品，宣称减
肥效果惊人，更是在各大平台进行
广告轰炸，可是消费者服用之后却
出现了副作用，那么这些减肥产品
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检测

结果显示，刘女士购买的减肥产品
“诺卡 ” 每千克含有西布曲明
31185.8 毫克。 据医生介绍，西布曲
明副作用包括口干、便秘，当然还
可以引起血压升高，严重的话还会
导致肝功能受损。

据了解， 我国 2010 年就已经
宣布停止在国内生产、销售和使用
西布曲明制剂和原料药。 但仍有一
些不良商家为了利益，在减肥类产
品中非法添加。 由于联系不到平台
卖家，消费者把问题反映给了客服

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是，并不能
保证对减肥产品的质量进行审核。

律师表示，店家有可能涉及触
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141
条，生产销售假药罪，还有可能涉
嫌到刑法 144 条，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罪。 平台有基本的审查义
务，首先，产品的来源、正规合法
性；其次，产品成分是不是涉及国
家禁止使用的成分，如果没有做到
基本的审核义务，在民事诉讼中要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

减肥市场规模巨大
由于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不

健康，特别是运动量过少，导致近
年来我国肥胖人口数量猛增。 根据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2 年 18 岁以上成年人肥胖及超
重率超过 30%， 肥胖率为 11.9%；
6-17 岁儿童青少 年超 重率 为
9.6%，肥胖率为 6.4%；至 2019 年我
国肥胖及超重人口数量突破 2 亿
人。

据相关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

减肥消费市场规模预计超过 3000
亿元，其中减肥茶是目前商家主打
的减肥产品，例如作为健康瘦身领
域的领先品牌， 碧生源常菁茶、常
润茶、 纤纤茶等几款爆款产品在
2019 年“双 11”期间表现突出。

网红减肥产品乱象背后，也折
射出行业准入标准的缺失，鱼龙混
杂的企业一股脑地涌入减肥产品
行业。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在
企业名、经营范围、品牌产品中含

有“减肥”字样的相关企业共 4.5 万
家。 从近十年企业年注册量变化来
看，十年间有近 6 万家与“减肥”相
关的企业注册。 2019 年之前数据逐
年增长， 从 2010 年的 0.08 万家上
涨到 2019 年的 1.08 万家， 其中
2017 年开始注册量增速放缓。

从注册资本分布来看，企查查
数据显示，我国减肥相关企业中共
有 94%的企业注册资本在 100 万元
以下， 注册资本在 100 万元至 500

万元之间的占比 4%，500 万元以上
的企业仅占比 2%。

从省份分布来看，据企查查数
据显示，目前我国减肥相关企业数
量最多的地区是山东、 河南和江
苏。 其中，山东目前以 8100 余家企
业排名第一， 河南以 3100 余家排
名第二， 江苏以 2700 余家排名第
三。 此外，河北、黑龙江、辽宁、广
东、上海等地的企业数量均超过了
2000 家。

＞＞＞

强化监管严厉打击
专家认为， 浮夸推销的背后，

是广泛存在的减肥药营销乱象。 打
击虚假宣传和浮夸推销，不仅要针
对性地处理个案，更要举一反三，对
所有减肥乱象都加强整治。 同时要
看到，社会上愿意花钱减肥的人很
多，假如正道走不通，就会催生歪
门邪道。 因此，治理减肥乱象，要堵

歪门、开正道，比如，开设更多减肥
门诊、开发更多减肥好药。 同时，通
过科普手段，倡导人们科学理性减
肥，从而挤压“神药”的市场空间。

一些不规范的减肥机构不仅
“骗财骗物”，还危害消费者身心健
康。 那些资质不明、夸大功效、操作
不规范、 漫天要价的减肥机构，实

在让消费者美不起来，其背后的原
因是相关主管部门监管的缺失。

专家表示，有关部门要加大监
管力度，对网上售假行为加强研判
和甄别，予以严厉打击。 电商平台
要负起对入驻卖家的审查职责，对
卖家的相关资质和所售商品的真
伪，以及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等

情况，予以严格把关，切实斩断假
冒伪劣产品的网络销售渠道。 同
时，消费者也要增强自我保护和依
法维权的意识，坚决抵制“三无”产
品， 善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发现有问题的产品要积极向市场
监管等部门反映或举报，让假冒伪
劣产品无立足之地。 （依琰）

（上接 1版）
山青水碧，特色历史建筑比比

皆是。
湖南大学在岳麓书院基础上

发展而来，是国家“211 工程”“985
工程”和“双一流”重点建设的高
校。

“1938 年 4 月 10 日，27 架日
本战机轰炸湖南大学和岳麓书院，
校园特别是文化典籍损毁严重！ ”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龙
兵讲授的“移动思政课”， 结合时
事、历史和身边风物，引导学生修
身崇德、明辨是非。

总结相关教学经验，湖南大学
正在建设思政课程优秀案例库、教
学中心，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
化探源研究，举办“致敬国学全球
华人国学大典”和“岳麓书院讲坛”
等活动。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
士研究生徐淼说，我们一定牢记总
书记嘱托， 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踏
踏实实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
谦和的心态、奋斗的姿态努力成为
新时代的栋梁。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我是听着革命故事长大的，

革命歌曲是我的摇篮曲。 ”韶山人
沈楚华，2018 年返乡创业， 经营起
民宿。“亲近自然”主题、从十里八
乡收集来“老物件”、带感的“心里
有话对党说” 等各色主题留言墙，
让他的民宿受到年轻人追捧。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
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
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
中去！ ”在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
1964 年电影《雷锋》经典声音再次
响起，但昔日的黑白画面变成了彩
色高清。

“我们将经典影片修复、AI 上
色， 制作成 4K、VR、3D 等版本，扩
大红色文化在青年中的传播力。 ”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首席专家
周苏岳说， 他们计划用 5 年时间，
完成 100 部红色经典影像修复，建
设红色文化生产线、数字基因库和
云上展馆，让宝贵的红色资源焕发
新生。

砥砺笃行，求索继往开来
从 2011年至今 10年间，习近平

四次到湖南考察调研。 从在十八
洞村首倡“精准扶贫”，到在长江
岸边叮嘱“守护好一江碧水”，再到
在企业生产车间强调要坚定不移
把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
大，湖南发展牵动着习近平总书记
的心。

在武陵山区腹地深度贫困村
花垣县十八洞村，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精准扶贫”的指导方针。

在长沙考察山河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 习近平对企业依靠高新
技术改造提升装备制造业取得的成
绩予以肯定， 强调自主创新是企业
的生命，是企业爬坡过坎、发展壮大
的根本。 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里。

浏阳河畔的马栏山视频文创产
业园，以数字视频创意为龙头，汇集
了各类文创企业 3000多家。在这个
与岳麓书院遥相呼应的文创基地，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化和科技融合，
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 延伸了文
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
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

682 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6920 个贫困村全部出
列、51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这些年， 三湘儿女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 勇担精准扶贫首倡之
地当有首倡之为的责任， 锲而不舍
向绝对贫困宣战。

告别贫困， 三湘儿女向高质量
发展、高品质生活迈出坚定的脚步。

5 月 19 日至 22 日，2021 长沙
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在湖南长沙举
办，全球工程机械“巨头”携上万台
装备参展。 长沙有 4家企业进入全
球工程机械行业 50强。

长沙市委副书记、 市长郑建新
说，长沙将聚焦产业链高端，实施智
能制造赋能行动，积极探索“5G+工
业互联网”， 大力推动产业智能升
级， 加快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挺进”。
如今，湖南形成了超级计算机、

磁悬浮等一批世界领先重大科技成
果，培育出华菱钢铁、三一重工、中
联重科、铁建重工、湘电股份等“工
业湘军”，涌现了中电科 48所、长城
电脑、中大创远、蓝思科技、智慧眼
等高科技企业，努力建设“强国重器
制造中心”。

湖南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0 年， 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
首次突破 4 万亿元，达 41781.49 亿
元，同比增长 3.8%。 这一成绩的取
得， 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和历史罕
见汛情的“双大考”，交出防汛与抗
疫“双好”答卷。 各项经济社会发展
指标都显示， 湖南呈现增速稳步回
升、结构持续优化、质效不断改善的
良好态势。“稳”“新”“优”“创”成为
其发展的主题词。

湖南是农业大省， 杂交水稻从
这里的实验田走向全国； 湖南是制
造业大省， 在工程机械领域举足轻
重；同时，以“广电湘军”“出版湘军”
“移动互联网湘军”为代表的文化产
业长期引领风骚……牢记嘱托，植
根湖湘沃土， 湖湘儿女以实事求是
的精神，敢为人先抢抓机遇，中流击
水奋发作为， 守正创新书写新时代
答卷。 （据新华社）

实事求是，从这里走来

相关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减肥消费市场规模预计超过 3000 亿元。 巨大的利
益背后，各类减肥药品的花式营销存在诸多乱象。 图为某减肥产品的大幅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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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丛志海（身份证号：371002198602284535）因本人身份信息被

冒用，名下转入环翠区友丽百货服装店，成为法人、股东等，本人并
不知情，从未参与该机构经营，也从未获取该机构利益，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北京华奥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遗失合同 137

份，合同 (段 )C100549849-C100549865、C100573781-C100573800、
C100573901-C100573910、C100676022-C100676040、
C100696847-C100696860、C100701761-C100701780、
C100730207-C100730210、C100743151-C100743160、
C100743254-C100743255、C100611651、C100695121-C100695140，
遗失收据 19份，收据（段）R100652522-R100652540，申明作废。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
转让方：诺亚融易通（芜湖）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收购方：北京东方圆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诺亚融易通（芜湖）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北京东方圆通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转让方已将下列债权及担保权利依
法转让给收购方。

现以公告送达方式通知上述债权的主债务人和担保人（含抵押人，下
同）。 请主债务人和担保人自通知之日起主动联系收购方并立即向其履行还
本付息义务和担保义务。 如主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告知！

收购方：北京东方圆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络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82号金长安大厦 B2座 12层
联系电话：010-52088060

附件：

债务人 债权来源 债权金额

张辉、
孙卓

转让方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
【AA2682018120400001B13-2018

120401】的《借款抵押合同》

本金 268万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等， 包括但不限于应索偿的公证
费、诉讼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张建伟、
王一平

转让方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
【AA2682018101800001B13-2018

101802】的《借款抵押合同》

本金 447万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等， 包括但不限于应索偿的公证
费、诉讼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刘颖、
李长利

转让方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
【AA1022018032900001B01-2018

040201】的《借款抵押合同》

本金 1,103,666.67元及利息、罚息、违约
金、赔偿金等，包括但不限于应索偿的
公证费、诉讼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任杰、
曹颖

转让方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
【AA1022018050700005B01-2018

050901】的《借款抵押合同》

本金 273万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等， 包括但不限于应索偿的公证
费、诉讼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侯志民
转让方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

【AA1022018042600003B01-2018
042801】的《借款抵押合同》

本金 200万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等， 包括但不限于应索偿的公证
费、诉讼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
转让方：诺亚融易通（芜湖）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收购方：上海雅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根据诺亚融易通（芜湖）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上海雅弗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转让方已将下列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
转让给收购方。

现以公告送达方式通知上述债权的主债务人和担保人（含抵押人，下
同）。请主债务人和担保人自通知之日起主动联系收购方并立即向其履行还
本付息义务和担保义务。 如主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 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告知！

收购方：上海雅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联络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 1687号 2号楼
联系电话：4008200025

附件：
债务人 债权来源 债权金额

王云珠
转让方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
【AA1102017120100001B01-
2017120401】的《借款抵押合同》

本金 150万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等， 包括但不限于应索偿的公证
费、诉讼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召回公告
一、 我公司生产的“冠宇红糖 300 克系列、280 克系列” 产品执行标准

Q/HGY�0001S-2017，系印刷错误，现该系列产品标准已更正为 Q/HGY�0001S。
公司决定召回 2020年 11月至 2021年 5月份生产的“冠宇红糖 300克系列、280
克系列产品”。

二、我公司生产的纯正红糖 400克、300克产品执行标准：QB/T4561-2013、
单晶冰糖 120克、300克产品执行标准：QB/T1173、多晶冰糖 300克产品执行标
准：QB/T1174，工信部公告于 2021年 4月 1日废止以上三套执行标准。 公司决
定， 召回于 2021年 4月 1日至 2021年 5月 20日之间生产的纯正红糖 400克、
300克、单晶冰糖 120克、300克、多晶冰糖 300克系列产品。

以上召回等级为三级，召回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请经销
商配合我公司展开召回工作，请购买该系列产品的消费者停止食用，并在购买
门店办理退货手续。 在此，我司声明，产品标签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我
司无主观故意。 为此给消费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特此公告。

召回负责人:于海涛；联系电话:15562099588。
菏泽市牡丹区冠宇食品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21日

债权暨催收转让公告
高芙蓉女士
杭州顿烁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满忠贸易有限公司

截至 2019年 5月 5日， 贵女士和两公司合计结欠上海鼎王投资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借款利息 50784000元， 现上海鼎王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已将该债权转
让给江苏禹鼎贸易有限公司。 上述利息债权早已到期，请贵司接到本通知后，立即
向江苏禹鼎贸易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上海鼎王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禹鼎贸易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25日

重庆市万而能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尊敬的贾代伦、贾豫庆、喻上芬股东：

您好。 经公司股东夏瑞寒女士提议，公司定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上午 9:
30在重庆市渝北区北城阳光尚线（星辰路西 100 米）6 栋 8-5 召开重庆市万
而能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 1 次股东会会议， 与会人员为全体股东
以及公司执行董事，公司会议方式为现场会议，由股东本人或委托他人（须持
股东本人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参加现场会议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会议题系关于夏瑞寒女士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向股东以外的
自然人进行转让的相关问题，拟转让股权相关主要信息如下：

1.转让对象：曾亚（公民身份证号码：510214197205110010）；
2.转让股权：股权比例为 86%，对应出资额共计 430 万元，目前已实缴

190万元；
3.转让股权价格及其支付方式：股权转让款为 10万元（大写：拾万元整），

前述款项应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由受让方一次性支付；
4.其他重要条款：受让人应承担剩余 240 万元出资义务以及由此引起的

其他全部责任。
符合与会条件的人员应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上午 9 时前到达会议现场

进行登记。 股东本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应出示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并提交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
原件。 本次会议相关事宜联系人：曾亚，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北城阳光尚线
（星辰路西 100米）6栋 8-5，联系电话 13883353530。

重庆市万而能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变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6 月 6 日 10 时

起至 2021 年 8 月 4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市街口街广场
路 33号 1107房(不动产权证号 4295278)房产一套进行公开变卖活动(详情请
见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
同时公告通知案件当事人、优先权人按时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的相关权
利人及时向法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 5月 20日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债权转让方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债权受让方沈阳宝溪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已
将其享有的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西仲裁字（2018）第 2440 号仲裁裁决书所确定
的债权依法转让给沈阳宝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计人民币 11501787.58 元。
沈阳宝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特公告与该债权有关的债务人沈阳亿丰新抚置
业有限公司，保证人上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沈阳亿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沈
阳亿丰新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该债权转让的事实。 自债权转让合同签署之日
起，沈阳宝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 特此公告

沈阳宝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25日

离职声明
一、 离职声明： 本人李星（身份证号：410527199303060655），于

2020年 6月 30日起，已从济源市科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离职，不再担
任济源市科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 自本人离
职之日起，上述公司的所有对外业务，概与本人无关，所有涉及本人签
字的，均为仿冒，特此声明。

二、法定代表人声明：本人李星（身份证号：410527199303060655），
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本人系济源市科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因本人已于 2020年 6月 30日离职，自离职之日起不再担任济
源市科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现要求登报公示，自离
职之日起济源市科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任何行为与本人无任何法
律责任，特此声明。

三、免责声明：本人李星（身份证号：410527199303060655），已于
2020年 6月 30日起不再担任济源市科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任何职
务，现声明济源市科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今后在外的一切行为与本人
无关，特此声明。

李星 2021年 5月 20日

停止一切经营活动声明
中粮饲料（荆州）有限公司声明，中粮饲料（荆州）有限公司江陵

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24MA496FP72R）于 2021 年 6 月
30日正式停止对外经营，任何单位或个人以上述公司名义开展业务
均与中粮饲料（荆州）有限公司无关。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本溪满族自治县易明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与丹东盛擎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本溪满族自治县易明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与丹东盛擎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编号：
BRZZ-20210422），本溪满族自治县易明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主债权及担
保合同项下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丹东盛擎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本溪满族自治县易明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中心现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和担保人。

丹东盛擎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通知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发布之日起立即向丹东
盛擎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如公告中债务人、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以签署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法律
文件为准，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本溪满族自治县易明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丹东盛擎水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27日

序
号 主债务人企业名称 贷款合同编号

（或合同签订时间）
抵押人及 /或
保证人名称 本金余额 利息（暂计至 2003

年 12月 31日） 备注

1 丹东锦龙染料
发展有限公司 2001年丹中银借字 229号 丹东锦龙染料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 2,400,000.00 0.00 利息数额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持
续计算，以法院最终认定数额为准）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重庆及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重庆及赢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已将下
述债权项下对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合同及其他相关协
议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重庆及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基准日：2021年 3月 31日，单位：

1 四川省泸州龙脑曲酒厂 6,117,530.49 4,039,314.28 0.00
序号 借款企业 本金余额 欠息 垫付费用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与重庆及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现
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上述债权资产转让事
宜，并通知以下事项：重庆及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权益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债权项下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重庆及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上述数据仅列示截止转让基准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的债权本息余
额，截止日到本公告日的本息如有变动以实际金额为准。 债务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重庆及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 罚息等按主债权合同、
担保合同、生效法律文书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特此公告。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重庆及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25日

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我司将于 2021年 6月 1日上午 10：30在上海八方

大酒店 张杨路 1587号四楼第三会议室依法公开拍卖下述标的：

序号 标的名称 建筑面积
（m2）

参考价
（万元） 竞买保证金（万元）

1 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 3131
号明申中心大厦 15层房产 1137 1570

200/标的
一份保证金可参与
1-2 号中任一标的
竞拍，成功后不得再
参与之后标的竞价2 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 3131

号明申中心大厦 16层房产 1137 1570

有意者须于 2021年 5月 31日 17时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司账户
（以到账为准），并携带有效证件及汇款凭证到浦东南路 1101 号（远东大
厦）1217室办理相关竞买手续。

开户名称：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世纪城支行
帐号：202011100922361023��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1年 5月 31日止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竞买人需自行实地勘察
竞买手续办理时间 2021年 5月 31日
项目联系人： 唐先生：15311111654�邝先生 13795304849

吉林省浩鑫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进行投资人登记的通知
吉林省浩鑫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各位投资人：

为公司正常发展，现请各位投资人按照本公告内容提供材料进行登记，
请各位投资人相互告知，并按通知的时间及地点完成登记工作，如逾期未登
记影响各位投资人权益，相关责任由投资人自行负责。

一、进行登记的投资人须提供以下材料：
（一）主体资格及授权文件
1.投资人为公司 / 企业的，提交企业法人最新的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

件（加盖公章）或其他能够证明主体资格的证明文件；投资人为自然人的提
交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授权委托书（授权范围应明确）；
4.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其复印件，受托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及律师执业证（加盖代理人所属单位的公章）；
5.其他法律规定需要提交的文件。
工作人员核对相关原件后，将原件退还给投资人。
（二）进行投资的证据材料
1.投资人登记表（由工作人员提供表格）；
2.投资人登记文件清单（由工作人员提供表格）；
3.投资发生、变更、终止的证明材料（判决、裁定或仲裁裁决、合同、协

议、付款凭证等,投资登记证明、证书、公证文书等）;
��������4.进行登记时，投资人应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
章），工作人员核对无误后，将原件退还投资人。

二、进行登记的时间及地点
登记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66号院甲 1世纪科贸大厦 B座 21层
联系人：柴律师
电话：15164455606

��������登记日期：2021年 6月 5日至 2021年 6月 7日，9时至 18时
吉林省浩鑫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23日

优巢尚宅（武汉）信息科技公司与施海玉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优巢尚宅（武汉）信息科技公司与施海玉于 2021年 5月 24日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优巢尚宅（武汉）信息科技公司将其对如下清单所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及利息债权等），依法转让给
施海玉。 优巢尚宅（武汉）信息科技公司、施海玉特公告通知下列各借款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序
号 借款人姓名 保证人 / 抵押人 /

其他义务人
借款合同（含保证人）

编号 抵质押合同编号编号

1 阳新县陵江石
化有限公司

王淑荣、李长根、
李珑、程栋、李超

富登鄂资服（2015）字
第 000046863号

富登鄂资服抵（2015）字
第 000046863号 -1B

如公告中客户名称及合同编号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特此公告。
优巢尚宅（武汉）信息科技公司

施海玉
2021年 5月 25日

武汉优宅二号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施海玉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武汉优宅二号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施海玉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武汉优宅二号商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将其对如下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
权及利息债权等），依法转让给施海玉。武汉优宅二号商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特公告通知下列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武汉优宅二号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施海玉现联合公告，
要求下列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施
海玉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或生效法律文书或其他有效文
件确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序
号 借款人姓名 保证人 / 抵押人

/ 其他义务人
个人贷款借款合同 / 周转
易或消费易协议书编号

个人授信（及担
保）协议编号

1 鲁晓文、陈鹏、武汉嘉
泰恒达商贸有限公司 鲁晓文、陈鹏 8140304234001 8140304234001

如公告中客户名称及合同编号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
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特此公告。
武汉优宅二号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施海玉
2021年 5月 25日

道 歉 信
致广大消费者:
��������我是刘祖才，贵州省罗甸县边阳镇人，个体工商户，因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
食品罪于 2021年 5月 7�日被罗甸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 今
天，我怀着万分愧疚写下这份道歉信，深刻反省自己在卖米粉过程中使用罂粟果熬
汤卖给消费者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通过这次违法行为，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侵
害了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在此，我真诚的向广大消费者
道歉，一定改正自己的错误，恳请大家的原谅。 今后，我会加强食品安全生产的法律
法规的学习，提高思想认识，同时以我为鉴，向身边的亲戚、朋友和经营者宣传食品
安全问题，自觉做到不生产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确保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道歉人:刘祖才 2021年 5月 24日

注销公告
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沧州分
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30981347903188Q） 已于 2019
年 6月 6日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玉田分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3022959359881XL） 已于 2019
年 5月 6日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中粮饲料（沛县）有限公司临沂分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1300MA3DEYD737） 已 于
2020年 6月 4日经公司登记机关
核准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潍坊分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784344592361W） 已于 2020
年 7月 15日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公司登记机
关核准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武汉分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0114347204133Y） 已于 2020
年 9月 15日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安顺分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204023374297697） 已于 2018
年 8月 17日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限公司哈
尔滨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199MA18W2CF58） 已 于
2018年 08 月 14 日经公司登记机
关核准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中粮饲料（黄石）有限公司湘阴分
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306003385273444） 已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经公司登记机关核
准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中粮饲料（蚌埠）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40300MA2RFTTE59） 已 于
2020年 9月 30日经公司登记机关
核准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北京粮源科技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50100MA0N1Y7Y93）已于 2020
年 07 月 13 日经公司登记机关核
准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声 明
北京铁路工业总公司（下称“我

公司”）近期发现山东华铁控股有限
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我公司为该
公司法人股东，持股比例 100%。 我
公司在此郑重声明： 我公司从未向
该公司进行过任何投资， 未以投资
或以其他方式授权设立该公司，该
公司设立登记及一切经营行为均与
我公司无关。 就该公司行为我公司
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敬请广
大客户切实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
益，谨防上当受骗。

特此声明！
声明人：北京铁路工业总公司

公 告
苏州谦问万答吧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你单位与王秀丽、周转莉、延文
艳的劳动争议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
与你单位无法联系， 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东劳人仲案字 [2021]第
5号、 第 6号、 第 9号仲裁裁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我委领取
仲裁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 可自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本
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东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 5月 25日

停止一切经营活动声明
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声明，中粮饲料（茂名）

有限公司临汾分公司 （统 一社会 信用 代码 ：
91141023344448001T）于 2019 年 12 月 28 日正式停止
对外经营，任何单位或个人以上述公司名义开展业务
均与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无关。

中古陶（北京）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1春季文物艺术品拍卖会

预展时间：2021 年 6 月 4 日—6 月 5 日 拍卖时间：
2021年 6月 6日 展拍地点：北京亚洲大酒店（北京市东
城 区 新 中 西 街 8 号 ） 拍 场 电 话 ：
010-65007706，010-65007710���专场信息： 绘意—中国
书画专场 中国古董珍玩专场 经典工美·世家—现当
代工艺美术世家精粹专场 浮梁匠心—私家藏珍瓷杂专
场 集妙庄严—佛教艺术专场 公司地址： 北京市东三
环南路 17号京瑞大厦 16G���公司电话：010-87363667���

债权转让公告
北京中瑞利荣商贸有限公司（曾用名为

厚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就 2017年 12月 11
日与肖汉, 身份证号：110102196611031932 签
订的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我公司已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将项下我公司所享有的债权以
及对应的抵押车辆， 车牌号为京 NXP723 奔
驰牌小轿车所享有的权利依法转让给王慕一
身份证号 130227199306096414。 联系电话：
1851359909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和相关法律规
定，我公司特将上述债权转让事宜通知贵方，
请在本公告通知之日起立即向王慕一履行全
部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中瑞利荣商贸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24日

本 人 武 彬 ， 身 份 证 号
330106196001200117，向吴俊借款，用
名下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启真名苑的
10 号楼 41 号车位作为让与担保并进
行过户，现车位已交付，特此声明！

声 明

陕西金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610000776972018Q，不
慎将公司公章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赵泽秀身份证号：522424197304120465，
共有人刘文亮 522424197408050430，于 2012
年 10月 23 日购买花果园 L2 区 10 栋 1 单
元 6楼 5号房，因本人保管不慎将该套房房
款 收 据 （金 额 为 107201 元 ， 票 据 号
0000152039）原件遗失，现声明房款收据原
件作废， 由此引起的经济纠纷及法律责任
由本人自行承担。 特此声明！

声明人：赵泽秀。

遗失声明

济南华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遗失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签发的 World�Panda�Logistic�
海 运 提 单 ，MB/L:JGQDGUA210415A�
HB/L:JGQDGUA210415A� 船 名 航 次 ：
SEASPAN� BEYOND/2115E， 起 运 港
QINGDAO，目的港 GUATEMALA�CITY,�
GUATEMALA，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西盛林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遗失人力资
源服务许可证正 / 副本 ， 证件编号
36011400202106，劳务派遣证正 /副本，证
件编号 360101202403310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林省成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建设银行白山江源支行银行开户许
可证 ， 核准号 ：J2464000336601， 账号
220501659201000000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街福华里社区工
会联合会不慎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证
书编号：0201507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版广告为信息资讯，不作为签
订合同或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刊登热线：13331088933

食品召回公告
尊敬的客户： 我厂在检查工作

中发现，产品东园家酒有部分批次个
别产品封盖有松动，酒精挥发及渗漏
导致酒精度低于标识规定值。为保护
消费者的利益，承担企业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从即日起，请购买了生产日
期为 2021年 1月 1 日之前的各种规
格东园家酒产品的消费者到购买门
店或直接到我厂原价退回。 地址：广
西合浦县廉州镇高坡路 59号。

法定代表人：黄炳权
联系人：黄永辉
联系电话：0779-7278199

广西北海市合浦东园家酒厂
2021年 5月 14日

黄新国、曾冰、深圳市安胜达实业有限公司：
根据本人黄志华与叶正威（身份

证号码 441622199103010311， 达成的
债权转让协议， 本人已将基于（2019）
粤 0306 民初 9748 号民事判决书对你
方享有的全部债权转让给了叶正威，
从权利随主债权同时转移， 请你方直
接向叶正威清偿前述债务。特此通知。

通知人： 黄志华

债权转让公告

遗失声明
华易元祥（天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债权转让方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债权受让方沈阳宝溪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享有的依
据生效法律文书（2018）西证执字第 104 号执行证书所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沈
阳宝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计本金 1.38亿元。 沈阳宝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特公
告与该债权有关的债务人浙江亿丰置业有限公司，保证人沈阳亿丰新抚置业有限
公司、上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沈阳亿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黄晓辉、吴金丹、张风
叶、薛春树、赖桂秀、邱正闯、洪伟青该债权转让的事实。自债权转让合同签署之日
起，沈阳宝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 特此公告

沈阳宝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25日

债务人 债权来源 债权金额

程明、赵
后梅

转让方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
【AA2102018071600001B13-2018

072501】的《借款抵押合同》

本金 95 万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等， 包括但不限于应索偿的公证
费、诉讼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仇晔琳
转让方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

【0010170626002S0010010701】的
《借款抵押合同》

本金 145万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等， 包括但不限于应索偿的公证
费、诉讼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侯香梅
转让方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

【AA2612018111600001B13-2018
111601】的《借款抵押合同》

本金 130万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等， 包括但不限于应索偿的公证
费、诉讼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奚锦华、
严夏祥、
严正浩、
张天韵

转让方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
【AA2232018083000005B13-2018

083101】的《借款抵押合同》

本金 260万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等， 包括但不限于应索偿的公证
费、诉讼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朱慧莉
转让方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

【AA1142017111500001B01-2017
112001】的《借款抵押合同》

本金 360万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等， 包括但不限于应索偿的公证
费、诉讼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徐桂芳
转让方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

【AA2112018070900001B01-2018
071001】的《借款抵押合同》

本金 211万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等， 包括但不限于应索偿的公证
费、诉讼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李福林、
盛欢琴、
盛辉荣

转让方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
【AA0522017121100002B01-2017

121101】的《借款抵押合同》

本金 120万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等， 包括但不限于应索偿的公证
费、诉讼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徐运先
转让方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

【AA2112018052800005B01-2018
052901】的《借款抵押合同》

本金 115万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等， 包括但不限于应索偿的公证
费、诉讼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颜廷国、
汤冬芳、
颜炳超

转让方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
【AA1292018032900003B01-2018

040201】的《借款抵押合同》

本金 105万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等， 包括但不限于应索偿的公证
费、诉讼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赵文哲
转让方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

【AA0522018041900007B01-2018
042001】的《借款抵押合同》

本金 90 万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等， 包括但不限于应索偿的公证
费、诉讼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钟日法、
夏瑾

转让方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
【AA1292018042300001B01-2018

050301】的《借款抵押合同》

本金 100万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等， 包括但不限于应索偿的公证
费、诉讼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金舜杰、
佘松蔚

转让方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
【AA2642018091900002B13-2018

091901】的《借款抵押合同》

本金 110万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等， 包括但不限于应索偿的公证
费、诉讼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俞玉青、
徐小英、
陆月弟、
顾建妹

转让方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
【AA1102018042500004B01-2018

050201】的《借款抵押合同》

本金 195万元及利息、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等， 包括但不限于应索偿的公证
费、诉讼费、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
转让方：诺亚融易通（芜湖）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收购方：芜湖优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诺亚融易通（芜湖）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芜湖优弘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转让方已将下列债权及
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收购方。

现以公告送达方式通知上述债权的主债务人和担保人（含抵押
人，下同）。 请主债务人和担保人自通知之日起主动联系收购方并立
即向其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和担保义务。 如主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告知！

收购方：芜湖优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联络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秦皇岛路 32号 C栋
联系电话：021-80358569

附件：


